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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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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的基础上，共同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与定义；4.生态城市绿化用地土壤分

级；5.质量要求；6.采样；7.检验依据；8.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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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绿化用地土壤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城市绿化用地土壤的分级、质量要求、采样，检验依据、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中以绿化为主的绿化用地，包括公园、广场、庭院、小游园、街头绿

地、道路绿化、居住区绿地、专用绿地、交通绿地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J 491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6土壤质量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土壤质量铜、锌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22105.2 土壤质量 总砷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GB/T 33891 绿化用有机基质

LY/T 1215 森林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测定

LY/T 1229 森林土壤水解性氮的测定

LY/T 1233 森林土壤有效磷的测定

LY/T 1236 森林土壤速效钾的测定

LY/T 1237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化的计算

LY/T 1239 森林土壤pH值的测定

LY/T 1251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CJJ/T 8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城市 Eco-City

按照自然生态学原理建造、维护和改造的和谐自然健康的，符合当地区域生态可持续发

展的人类聚居的城市，同时具有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

3.2

生态城市绿化用地土壤 Eco-City soil for greening

符合当地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绿化种植用地的土壤，包括自然土壤、改良土壤或人工

土壤。

3.3

土壤容重soil bu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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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容积用地土壤自然状态下的干重，又称“干密度”。

3.4

土壤通气孔隙度（非毛管孔隙）soil aeration porosity

绿化用地土壤中不具备毛管作用的大孔隙所占总容积的百分比，水分进入后可受重力作

用而排出，成为空气流动的通道，直径通常大于0.1mm。

4 生态城市绿化用地土壤分类与分级

4.1 分类

本标准按照设计要求和利用状况将生态城市绿化用地土壤分为一般绿化土壤、草坪土壤、

花坛土壤、树坛土壤等四种类型。

一般绿化土壤：以城市绿化绿地为代表，相对粗放管理的绿化地土壤，不以某一种植物

为主的绿化用地。

草坪土壤：以种植各类草坪为主的绿化种植土壤。

花坛土壤：以种植宿根花草及连续种植一年生草花为主的绿化种植土壤。

树坛土壤：以种植乔木、灌木为主的绿化种植土壤。

4.2 分级

一级土壤：达到生态城市种植土壤的基本要求，到达良好生态维持状态。

二级土壤：达到生态城市种植土壤的基本要求，未到达一级生态维持状态，需要土壤培

肥进入较好生态维持状态。

5质量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外观应质地疏松、无结块、无明显异臭味和可视明显杂物。

5.1.2 本标准中的南方北方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秦岭淮河以南为南方；秦岭淮河以北为北

方。

5.1.3 绿化种植土壤的有效土层应符合 CJJ82 中表 4.1.1 规定的相关土层厚度要求。

5.2 理化指标

5.2.1 一般绿化土壤

5.2.1.1 应疏松肥沃、排水性良好。

5.2.1.2 主要理化性状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一般绿化土壤主要理化性质

类别 一级绿化种植土壤 二级绿化种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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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北方 南方 北方

pH值 5.5-7.5 6.0-8.0 5.0-7.5 6.0-8.5

有机质 g/kg ≥15 ≥15 ≥10 ≥12

含盐量 g/kg ≤1.0 ≤1.0 ≤1.5 ≤1.3

通气孔隙度% ≥12 ≥10 ≥10 ≥8

养分指标

mg/Kg

水解性氮 ≥90 ≥100 ≥60 ≥80

有效磷 ≥15 ≥20 ≥8 ≥10

速效钾 ≥100 ≥120 ≥75 ≥100

容重 g/cm3 ≤1.35 ≤1.35 ≤1.45 ≤1.45

石砾
粒径 cm ≥2 ≥2

含量%（w/W） ≤10 ≤15

5.2.2 草坪土

5.2.2.1 主要理化性状应符合表 2 的规定，其间种植乔木，容重需要参照树坛土壤。

表 2 草坪用地土壤主要理化性质

类别
一级草坪土壤 二级草坪土壤

南方 北方 南方 北方

pH值 5.5-8.0 6.5-8.0 5.0-8.0 6.5-8.5

有机质 g/kg ≥25 ≥20 ≥15 ≥15

含盐量 g/kg ≤1.0 ≤1.0 ≤1.5 ≤1.2

通气孔隙度% ≥15 ≥13 ≥10 ≥10

养分指标

mg/Kg

水解性氮 ≥90 ≥100 ≥80 ≥90

有效磷 ≥20 ≥25 ≥10 ≥15

速效钾 ≥120 ≥130 ≥100 ≥120

容重 g/cm
3 ≤1.2 ≤1.2 ≤1.3 ≤1.25

石砾
粒径 cm ≥1 ≥1

含量%（w/W） <10 <10

5.2.3 花坛土壤

5.2.3.1 应经过杀虫、灭菌处理，深翻土层、清除杂物。

5.2.3.2 主要理化性状应符合表 3 的规定，其间种植乔木，容重需要参照树坛土壤。

表 3 花坛土壤主要理化性质

类别
一级花坛土壤 二级花坛土壤

南方 北方 南方 北方

pH值 5.5-8.0 6.0-7.5 5.0-7.5 6.0-8.5

有机质 g/kg ≥30 ≥25 ≥20 ≥20

含盐量 g/kg ≤1.0 ≤0.8 ≤1.2 ≤1.2

通气孔隙度% ≥15 ≥15 ≥12 ≥10

养分指标

mg/Kg

水解性氮 ≥100 ≥120 ≥90 ≥100

有效磷 ≥25 ≥30 ≥15 ≥20

速效钾 ≥140 ≥15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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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 g/cm
3

≤1.1 ≤1.1 ≤1.2 ≤1.2

石砾
粒径 cm ≥1 ≥1

含量%（w/W） <10 <10

5.2.4 树坛土壤

5.2.4.1 应疏松肥沃、排水性良好。

5.2.4.2 主要理化性状应符合表 4 的规定，树坛土壤容重需要＞1.2g/cm³。
表 4 树坛土壤主要理化性质

类别
一级树坛土壤 二级树坛土壤

南方 北方 南方 北方

pH值 5.5-8.0 6.0-8.0 5.0-8.0 6.0-8.5

有机质 g/kg ≥20 ≥15 ≥15 ≥10

含盐量 g/kg ≤1.0 ≤1.0 ≤1.2 ≤1.5

通气孔隙度% ≥10 ≥10 ≥8 ≥8

养分指标

mg/Kg

水解性氮 ≥80 ≥80 ≥60 ≥60

有效磷 ≥15 ≥15 ≥8 ≥10

速效钾 ≥80 ≥90 ≥60 ≥70

容重 g/cm
3

≤1.4 ≤1.4 ≤1.5 ≤1.5

石砾
粒径 cm ≥2 ≥2

含量%（w/W） <20 <20

5.3重金属控制

生态城市绿化用土壤重金属控制指标应根据应用所在地与人群接触密切程度和绿地对

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3.1 应用于开放绿地、庭院绿化、园艺栽培等与人群接触较多的绿化种植，重金属含量应

符合表 5 中Ⅰ级的规定。

5.3.2 应用于封闭绿地、高速公路或造林等与人群接触较少的绿化种植，重金属含量应符合

表 5 中Ⅱ级的规定。

5.3.3 应用地土壤的 pH<6.5 时，相应的绿化用土壤重金属含量应按高一级的限值要求。

表 5 生态城市绿化用土壤重金属含量限值

序号 控制项目/（mg/kg)
限值

Ⅰ级 Ⅱ级

1 总镉（以干基计） ≦ 1.5 3.0

2 总汞（以干基计） ≦ 1.0 3.0

3 总铅（以干基计） ≦ 120 300

4 总铬（以干基计） ≦ 70 200

5 总砷（以干基计） ≦ 10 20

6 总镍（以干基计） ≦ 60 200

7 总铜（以干基计） ≦ 150 300

8 总锌（以干基计） ≦ 3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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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样

本标准中的取样送样，采用 CJ/T 340 中附录 A 的规定。

7 检验依据

序号 项目 方法 依据

1 pH 电位法 LY/T 1239

2 有机质 重铬酸钾外加热容量法 LY/T 1237

3 全盐量 质量法/电导率法（水土质量比 1：5） LY/T 1251

4 通气孔隙度 环刀法 LY/T 1215

5 水解性氮 碱解-扩散法 LY/T 1229

6 有效磷 浸提—钼锑抗比色法（0.5M 碳酸氢钠） LY/T 1233

7 速效钾 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 LY/T 1236

8 容重 环刀法 LY/T 1215

9 石砾含量 筛分法 见附录 A

10 总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三酸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33891

11

总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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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化法 GB/T 33891

12 总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三酸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33891

13 总铬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

三酸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33891

14 总砷

原子荧光法 GB/T 22105.2

三酸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33891

15 总镍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三酸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33891

10 总铜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三酸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33891

11 总锌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三酸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33891

17 土壤取样送样 CJ/T340

8检验规则

8.1本标准中质量指标合格判断，采用 GB/T 8170 中“修约值比较法”。

8.2生态城市绿化用地土壤的质量应在种植前进行采样与检测，使土壤理化与安全指标应符

合本文件要求，种植后的绿地可以通过改良达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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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石砾含量的测定 筛分法

A.1 仪器

A.1.1 实验筛：孔径为1cm、2cm的筛子，附筛子盖和底盘。

A.1.2 天平：感量0.01g。

A.2 检测方法

称取风干土壤 200g，精确到 0.01g，记录试样重（m总）；然后将土壤放在规定孔径的

筛子上，进行人工筛分，最后将留在筛孔上的样品进行木质擀面棍碾压，尔后再进行筛分及

称重（做 3次重复）。

A.3 分析结果及计算

不同粒径含量以质量分数（%）表示，应按式（A.1）或式（A.2）计算：

100%m/m-m 1cm1cmd   总总 ）（ ······················································ （A.1）

100%)/mm-m 2cm2cmd   总总（ ······················································ （A.2）

式中：

ωd≧1cm——表示土壤中粒径大于等于 1cm石砾的质量分数；

ωd≧2cm——表示土壤中粒径大于等于 2cm石砾的质量分数；

m总——土壤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m≦1cm——通过 1cm筛孔的石砾质量，单位为克（g）；

m≦2cm——通过 2cm筛孔的石砾质量，单位为克（g）；

所得结果应表示至两位小数。

A.4 允许差

A.4.1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A.4.2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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